
“国家城市设计试点城市珠海优秀项目”

“人气之星”奖投票 

 

“国家城市设计试点城市珠海优秀项目”等你来投票 

你心中最美“风景线”是哪一个？ 

珠海建筑和景观的“人气之星”奖投票活动今天正式启动了，20 个“国家

城市设计试点城市珠海优秀项目”中谁是最美“风景线”？“人气之星”奖等你

来投票。   

 

一个城市的景观、建筑典范不仅是专业领域的翘楚，还应是市民内心中最美

的风景线。你心中的珠海最美“风景线”是哪一个？为激发广大市民热爱珠海、

参与珠海城市建设的热情，由珠海市规划勘察设计行业协会组织的国家城市设计

试点城市珠海优秀项目评选“人气之星”奖投票活动今天正式启动，20 个“国

家城市设计试点城市珠海优秀项目奖”的项目正式向社会公布结果，并面向市民

投票竞选市民心目中的 3个“人气之星”。 

 

今年 8月，为提高城市规划设计和建造水平，珠海市规划勘察设计行业协会

组织的“国家城市设计试点城市珠海优秀项目”评选活动拉开序幕。 

 

评选活动自 8月 9日发布通知以来，受到了行业内外的广泛关注，各设计单

位、建设单位、设计师积极踊跃报名参选。截止 9 月 10 日，共收到建筑类、景

观类合计 90个项目，涉及 27个单位，项目地址覆盖了珠海全市范围；项目内容

主要涉足商用建筑、民用建筑、公用建筑、公共绿地景观、道路绿地景观等，类

别多样。 

 

10 月 29 日-30 日，通过“实地考察——现场汇报——专家投票”的评审方

式，最终有 20个项目突出重围获“国家城市设计试点城市珠海优秀项目奖”。 



其中，香炉湾沙滩景观工程、十字门中央商务区会展商务组团、横琴保利中

心更是以专家全票通过的结果获得了本次评选的“设计之星”奖，成为最能代表

珠海城市景观建筑水平的典范。 

 

 20 个“国家城市设计试点城市珠海优秀项目” 

等你来投票 

 

投票须知 

 

投票时间：2019 年 11 月 11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1 日 

投票规则：投票期间，每人可投一次，一次限投 3 个项目。(其中建筑类限投 2

个，景观类限投 1 个。) 

 

建筑类 

 

0 一、十字门中央商务区会展商务组 

十字门中央商务区会展商务组团位于十字门中央商务区北部核心区内，占地

面积约 26.9 万平方米，会展组团一期共 6 个建筑单体，包括珠海中心、喜来登

酒店、国际展览中心、华发行政公寓、国际会议中心和城市绸带，会展组团一期



总建筑面积约 68.9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地下总建筑面积分别约 36.2 万平方米

和 32.7 万平方米。建筑设计方案由英国 RMJM（罗麦庄马）公司设计，方案充分

发挥滨水优势，巧妙处理各个建筑位置与岸线关系，使得每个建筑单体滨水景观

达到最大化和均等化，形成独特的湖、河、海相连的水景通廊，一条标志性的城

市绸带充满浪漫气息，在有效连接各单体建筑的同时，将城市与海岸、珠海与未

来巧妙地串在一起。会展商务组团各单体造型大气新颖，与周边的自然和城市景

观融为一体，极具国际化和地标性，与澳门的标志性建筑交相辉映，打造成为国

际水准的经典公共建筑群。 

 

 

珠海中心 



 

珠海国际会展中心夜景图 

 

喜来登酒店 

 

 



二、珠海横琴保利中心  

横琴保利中心定位为区域的标志性办公建筑综合体，投资和建设规模大，功

能全面，定位高，突出人性化、节能型、环保型和科技型的设计理念，获得绿色

建筑三星级认证。 

项目通过外表皮白色复合遮阳百叶、以人为本并错落有致的景观露台、纵横

贯通的中庭风之通道、带巨型转换桁架的创新结构、全过程 BIM 控制、因地制

宜的绿化设计，诠释出新时代的岭南建筑。 

 

保利中心实景图 



 

保利中心实景图 

 

三、万山静云山庄 

万山静云山庄位于广东省珠海市大万山岛，背山面海，西向正对万山港。 

酒店分为三级台地，通过台阶的转换，寻找到从码头延展到山顶的自然动线。

同时采用坡顶的形式，围合成三合院的形态，形成舒展错落有致的院落空间，以

谦虚的姿态融入环境，同时又保证了不同标高台地各自的观海视线。酒店保留了

场地内所有的大型乔木，并选取岛上出产的石材为主要材料，摒弃强烈的建筑符

号，环境设计也保留了原来的特征要素。绿树掩映中，仿若岛上生长出来的建筑。 



 

万山静云山庄实景图 

 

万山静云山庄实景图 



四、珠海歌剧院  

珠海歌剧院位于岸边的海岛之上，滚滚珠江至此汇入南海，每天这里都演绎

着江海交融、潮起潮落的壮观景象，建筑以谦逊的姿态融入海洋与大地，成为自

然界的组成部分。  

歌剧院用地布局取意于傍晚时分海潮退去、月光初起，海面与天空渐渐融合

深邃，形成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古诗意境。观众厅的色彩

设计取意于傍晚时分，苍茫的海面逐渐宁静下来，等待着一场华丽乐章的开启。

并使珠海歌剧院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室内艺术环境。 

 

歌剧院实景 



 

歌剧院内景 

 

五、博物馆和规划展览馆  

珠海两馆（珠海博物馆和城市规划展览馆）分别代表了珠海的历史和未来，

我们的设计理念就是从建筑形态上标志性地体现珠海历史与城市发展、规划的关

系。 

珠海博物馆的建筑体量主要在平面纵深上营造出宽阔的平面空间，寓意珠海

历史的博大精深；城市规划展览馆的建筑形态体现出螺旋上升的建筑体量，迎而

向上，寓意珠海城市发展与规划开放向上的高远格局。 



 

博物馆和规划展览馆实景 

 

06 六、中海富华里  

中海富华里，地处珠海核心拱北商圈，占地约 6.8万平方米，是珠海首个“三

旧改造”示范项目。采用“一环、二轴、三点”的漫步式体系，里巷纵横交织，

主题广场均匀分布，作为珠海首个街区式商业综合体，富华里拥有商业、酒店、

写字楼、高档公寓等完善配套，打造“富足、尊享”的小资情调，与珠海“浪漫

之城”的特性巧妙结合，辐射粤港澳客群，成为城市地标之一。 



 

中海富华里日间全景       

 

中海富华里街区活动展示 

 

 

 



七、华发新城六期 A 区（华发商都）  

项目沿道路呈带状分布，展开了项目在城市的界面，使展示面更长更丰富。

规划重视建筑体量、色彩及空间关系，与周围环境相协调，注重商业的空间层次

感，中庭及高大空间的设置收放有度，尺度合宜。顶部有国内最长的 led天幕，

白天有遮阳效果，结合阳光的投影，空间丰富多彩，晚上结合墙面的灯光设计，

呈现出绚丽多彩的梦幻效果。商业部分下沉式的入口广场与商业开发及城市空间

彷如有机扎根生长在基地上似的，与四周环境融为一体。 

 

华发商都夜景 

 

华发商都内景 

 



八、北京师范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本项目充分考虑地域特点，保留和利用原有坡地山谷水塘地形，作为中心景

观带，形成“山水之间”的自然特色校园。规划尊重山地特性，合理处理各个功

能分区的高差，利用各种架空层空间连为整体，建筑依地势层叠，并围绕着核心

水岸景观带和中心绿脉布置，同时周边绿化通过建筑之间庭院及架空层渗入校

园，增加校园与自然的接触面，校园与自然能够最大化的连接，与自然融合；体

育馆、会堂等大体量公共建筑沿城市道路布置，与城市融合。

 

校园鸟瞰全景 

 

图书馆夜景 



九、唐家第二工业区升级改造  

项目位于珠海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总建筑面积 14.3万平方米，

在严控投资的情况下，通过低造价和极简构造应用、精心设计和科学管理、交通

梳理和景观提升，将园区 32栋既有厂房改造为文创办公、酒店、展示和配套商

业于一体的广东首批智能产业活力园区之一，成为唐家湾片区旧工业区更新和产

业升级的标杆工程，以点带面的引领了珠海北部片区城市环境提升和产业结构高

质量发展，为今后城市旧工业区改造和可持续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唐家第二工业区全景鸟瞰 

 

十、万山区东澳岛南沙湾酒店  

项目位于东澳岛南沙湾片区，建筑体量分散布置在自然山海之间，依山就势，

充分利用山地高差，层层叠落，自然海景完全渗透到酒店的各个空间，建筑形体

如同一片片扬起的风帆，又好像层层荡漾的波纹，山海一家，成为这个海滨酒店

的最大特色。总体布局依地形地势分散布局，建筑之间或错位或退台，不会互相

遮挡，保证了最大的海景景观面，各栋建筑以中心大堂为核心，形散神聚，大悬



挑结构的中心大堂更是以漂浮动感的独特建筑形态，成为整个东澳岛的标志性建

筑。 

 

万山区东澳岛南沙湾酒店鸟瞰图 

 

万山区东澳岛南沙湾酒店局部实景图 

 



 

景观类 

 

一、香炉湾沙滩景观工程 

香炉湾沙滩是珠海重要的城市名片。项目以“生长自然”为核心取向，“山

海•链”为设计理念，尊重、修复、创造、活化沙滩自然环境，链接自然、人文、

活力与浪漫，旨在打造珠海特色的山海中央公园、国际文化艺术海岸。项目以务

实与创新兼具的工程建设为基础，通过弹性与多样性结合的生态手法修复生境，

最终实现滨海环境的整体提升，将承载城市记忆的沙滩还予市民。项目建成后得

到各界高度评价，并荣获国家、省、市级多项殊荣。 

 

香炉湾沙滩实景 



 

香炉湾沙滩实景 

 

 

二、海天驿站（绿道）改造提升工程 

海天驿站位于情侣路与港湾大道交界处，项目占地面积约 3万平方米，是沿

海风光带的重要节点。场地遭受台风“天鸽”重创后重建为珠海市第一座灾后重

建公园，并经受住了第二年台风“山竹”的考验。 

设计不仅通过疏林草地的透风式植物配置形式、竖向控制、防浪设计等策略

打造了兼顾景观美学的防灾抗风设计；还通过最大程度利用场地，拓展滨海空间、

完善配套服务设施等方式建成了超高使用率的 24小时公园，成为台风适应型公

园的典范。 



 

海天驿站实景图 

 

海天驿站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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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横琴保利国际广场二期景观工程 

横琴保利国际广场以山脉水文作为设计灵感，大尺度的动态地形的理念构思

了依托山体连续地景，变革性地将山脉与空间相互叠进，让自然记忆与城市文化

得以积极互动，场地建筑、广场与山峦的肌理动态地融为一体，广场东南侧的喷

水池以卵石般的造型映衬山水之趣，以雾喷的形式隐喻气候天时，在创造入口水

景空间的同时，带入了横琴的历史。 

 

保利中心北天桥景观 



 

保利中心南侧景观 

 

四、三灶镇定家湾工业区一期环境提升工程设计 

项目本着工业崛起、景观先行的设计理念，以“花团锦簇、活力新城”为主

题，打造成为定家湾工业园区的绿色纽带。 

项目设计了开放的书吧、公厕、服务驿站等服务设施与球场、健身场地、儿

童玩乐等公共设施，规划了连贯的绿道与慢行系统，打造了一路一景的地域景观、

多元体验的滨水空间，运用了层次丰富的生态策略及新材料新工艺的创新应用，

提升了园区的城市活力，带动园区基础建设，也进一步推动城市产业升级，促进

新型经济增长，成为珠海工业区环境建设的样板工程。 



 

绿地空间实景图 

 

服务驿站实景图 

 

 

 



0 五、梅华城市花园  

梅华城市花园位于香洲区童心路与彩虹路交叉口，总面积达 22万㎡。自 2013

年改造以来，香洲区在园区内科学引入兼具景观特色的植物品种，营造出乔、灌、

花、草、藤相结合的植物群落，发挥立体多元绿色植被的生态效应，有效提高了

单位面积绿地的生态功能与效益。同时，园区内设有 3800㎡的生态菜园，已开

展 9期生态菜园抽签认种活动，让 2277名市民变身“都市农夫”，充分实现人

与城市生态系统之间的和谐共存。2015年央视新闻联播对梅华城市花园的新闻

报道，促使其成为珠海生态文明的典范。 

 

梅华城市花园航拍全景图 



 

梅华城市花园入口图 

 

六、香山湖公园  

香山湖公园位于香洲区健民路东，地处凤凰山西南角，总面积约 30万㎡，

于 2019 年元旦正式开放。其设计宗旨是打造“虽由人作，宛若天成”的休闲城

市公园，讲究因地制宜，依托现有水系、山系和植被进行建设，使开阔的湖面与

连绵的山脉成为公园的视线焦点，体现了其自然原生态的景观风貌；对湖体上游

进行水治理，呈现出天然的人工湖景观，吸引了 13种野生鸟类“落户”湖中，

营造了一个集生态、休闲、娱乐于一体，有水、有山、有水生动植物的立体生态

公园。 



 

香山湖公园滨水空间图 

 

香山湖公园实景图 

 

 



七、格力海岸滨海公园项目景观设计 

格力滨海公园项目位于香洲区情侣北路，景观规划设计面积约为 18.85公顷。 

本规划理念是“碧绿之港”， 以“摇曳”为设计主调，不仅将水、还将光

与空气，以及不规则地拍打海岸的波浪的音韵在设计中展开。公园由海之大地、

三条轴线、连接世界之环三大要素构成，具备多样的设施功能以满足不同需求，

给予人们不同寻常的感受。这里不仅是连接都市与自然的海岸线，还是珠海的前

庭，人与人、人与自然在此相逢。 

 

格力海岸滨海公园实景图 



 

格力海岸滨海公园局部实景图 

 

八、海滨泳场改造提升工程 

作为城市海岸重要的景观节，本项目通过幸福广场、爱情半岛、百岛广场三

大主题广场及情侣花园、阶梯式观景平台、婚礼栈道、露天沙滩派对舞台及儿童

水上乐园等节点的打造，以一条长约 1000 米的连续木栈道进行串接，展示其珠

海作为幸福之城、浪漫之城、百岛之市的特色城市文化，使居民与游客均能感受

到流连忘返的城市意境及记忆的共鸣。 



 

海滨泳场建成后实景图 

 

海滨泳场夜景图 

 



九、野狸岛公园景观建设工程（含野狸岛公园山顶凉亭

修复工程）  

野狸岛公园景观建设工程，通过改造和提升改善野狸岛景观环境，整治海岸

线，完善旅游功能，完善市政基础设施配套，为市民提供一个个性化、生态化的

休闲空间。 

野狸岛山顶凉亭充分尊重现状自然生态基底，采用现代钢筋混凝土结构做

法，结合岭南传统建筑的木石结构、木装饰做法，使凉亭既能抵抗强台风，又体

现中国传统建筑在造型、装饰等方面的美学理念，在高度与色彩等方面与周边自

然山体相协调，对野狸岛的环境得到有效的提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形成城、

山、亭、海相融的景观风貌。 

 

 

野狸岛公园局部实景图 



 

野狸岛公园局部实景图 

 

野狸岛公园承曦亭 



 

野狸岛公园唱晚亭 

 

十、情侣路（全球通大厦至拱北口岸段）环境景观整治

提升项目  

情侣路（全球通大厦至拱北口岸）环境景观整治提升项目位于香洲区拱北湾

沿岸，总长约 4.5 公里，总面积约 10.8 万平方米。本项目以“设计源于生活，细

节成就品质”为设计理念，以“均衡调配、生态和谐”为设计思路，在设计手法

上通过重新梳理植物配置，以减少杂乱、丛生、形态不佳的灌木，打开情侣南路

海岸沿线的观赏面视野；结合现状植物群落重新组景，凸显植物形态美，提升空

间舒适度，扩大观海的视野；重新优化修整地形，利用微地形找坡排水，以实现

沿海岸线景观“可观、可达、可憩”的效果。 



 

情侣路（全球通大厦至拱北口岸段）景观 

 

情侣路（全球通大厦至拱北口岸段）景观 

 

 

 



请扫码投票  

 

 

本活动方案由“国家城市设计试点城市珠海优秀项目”评选组委会负责解释。 

 

 

 

 


